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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&要&"目的#探讨我国学者被撤销论文在国际上的总体位置与严重程度& "方法#从国际网站7E)G>.)?H1I>).(上搜集与

统计撤销论文公告数的有关情况!从作者类型'国别'期刊'撤销论文原因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& 另外分析了各发文大国

撤销论文数与万篇发文量的相关性及二者比值"定义为撤销发文比!7K7#& "结果#在撤销论文公告数量中!美国高居榜

首!中国居第 ! 位!各国发文数与撤销论文数相关系数达 "L3$J"!M"L""##& 各发文大国7K7均数为 #L$"!排在前 2 位的为

荷兰'印度和美国!我国排第 ## 位& 从撤销论文原因看!前 5 位分别为图像造假'抄袭剽窃'重复发表'数据造假和结果不可

重复& 涉及期刊较多!知名期刊的撤销论文数比普通期刊多& "结论#因被撤销论文多为造假或错误论文!影响巨大且久

远!所以期刊界必须提高防范学术不端论文的意识与能力!并与政府部门'科学共同体等一起共同构建好集防范与惩治为一

体的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与体系&

关键词&学术不端(撤销论文(7E)G>.)?H1I>)(.((论文撤销原因

!"#$#"L##3%$$%&'()L!"#5#!"'##5"

&&!"#5 年$是中国学术界的反省年% &一年三大

撤'( !"#5 年 2 月$英国 NO8出版社撤回 %2 篇论

文中有 %# 篇出自中国学者)!"#5 年 J 月$P*G?1QEG

撤回 $% 篇论文$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)!"#5 年 #"

月$;@0ER?EG撤回 5 种期刊的 3 篇学术论文$全部来

自中国*#+

% !"#5 年 3 月$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

直言$我国&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形势严峻$任务艰

巨'$重申了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

论文的&五不'行为守则$并说今后若再发生类似问

题$所在单位都要坚决处理*!+

%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委也采取了行动$开始逐篇核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资助的被撤论文% 然而$相比国外的被撤论文$

我国的情况究竟怎么样, 撤回论文中$撤回的理由

有哪些, 各种刊物相比$撤回的情况又如何, 这些

问题没有一个客观的数据可资分析% 刘红等*2+较

早以 P.?E1.E:?GE.)数据库为例分析了国外期刊撤销

论文的情况$发现被撤论文中中国作者的数量最

多$美国次之$与发文数量比$则印度最高$中国次

之$而美国在研究的 5 国中比例最小$但在其他数据

库的情况未知% 姜天华等*%+以KASOEF 数据库为例

分析了医学期刊撤销论文的情况$发现被撤论文在

国内的处理措施堪忧$我国四大全文收录数据库对

约 J"T的撤销论文都原样保留且无撤销声明$但与

他国的比较数据不详% 范少萍*5+曾对国外撤销论

文的研究进行了综述$给出了撤销论文的定义$并

将相关论文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$总结为 !# 世

纪以来撤销论文迅速增长"增长呈指数型#$由学术

不端行为导致的撤销越来越多$比重越来越大$撤

销论文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$但没有我国被撤

销论文情况的分析% 鉴于全面比较我国与世界主

要国家在撤销论文方面的资料尚缺$笔者通过专门

跟踪撤销论文的 7E)G>.)?H1I>).( 网站 " ())*!++

GE)G>.)?H1,>).(-.H=#$从中摘取有关数据$统计分析

了相关资料$期望为相关问题提供数据%

#&网站背景与数据的收集

7E)G>.)?H1I>).(网站起于 !"#" 年$是由生物医

学领域的记者"编辑#UF>=O>G.A0和 9R>1 6G>10VD

两人专门发布撤销论文的博客$旨在通过跟踪撤销

论文作为一个窗口观察科学研究的过程% !"#% 年

得到基金资助后$扩大范围和深度$可以跟贴$实行

了分类管理% 网站首页右下角有分类查找的导航$

UG.(?RE0下的&PE@E.)OH1)('可按月份查找网站的新

贴 " *H0)#$ 再往下的 7E)G>.)?H1 *H0)0SD>A)(HG$



!"#$年 %月&第 !'卷&第 %期

2%"&&

&中国科技期刊研究!!"#$!!'"%# *(()$$$+++,%&'(),%-

.HA1)GD$ /HAG1>@$ 0AS/E.)$ >1F )D*E框 中 & PE@E.)

8>)EQHGD'则可实现按国家-作者-期刊-撤销论文原

因-主题等的公告数量查找"图 ##%

笔者依据该网站的分类检索功能$总结分析了撤

销论文相关的主要作者-国家-原因-期刊等$以供相

关主题的进一步分析% 其中的&数量'即公告"*H0)0#

的数量$而非撤销论文的数量$存在一个公告撤销论

文多篇的情况$但公告数据仍然与撤销论文数有相关

性和分析价值% 所有数据截至 !"#5 4#! 4"!%

!&结果与分析

!"#$作者撤销论文数分析

网站提供了按作者分类的数据$截至 !"#5 4#!

4"!$作者类型的撤销论文公告有 $25 篇$其中最多

的是U1?@KH))?$共 23 篇$来自 :AVEW1?REG0?)D$被称

为61.E<G?0?1Q.>1.EGGE0E>G.( 0)>G)但在另一个途径

提供的撤销论文数量排行榜 "@E>FEG0(?*#上$U1?@

KH))?并非撤销论文最多的专家$&冠军'反而是日本

学者XH0(?)>V>YA/??$总撤销论文数达 #J2 篇$而中

国台湾的KE)EG8(E1以及大陆的ZA>[(H1Q"井冈山

大学的钟华#和 \>H]?A"刘涛#则分别居于 2-$-#!

位$撤销论文数为 $"-%#-!3"表 ##% 撤销论文前面

#! 位的作者中$中国占了 2 个$这还是在中国科研

论文高速增长的前 #" 年左右的时间里% 如不警醒

和采取必要措施$随着时间的延长和我国论文数量

的进一步增长$排行榜中的中国学者将会占更大比

例% 因此$韩启德院士*!+言我国&科学道德和学风

建设形势严峻$任务艰巨'是完全有数据依据的%

图 #$%&'()*'+,-.)'*/网站首页右下侧分类导航$箭头示分类检索入口%

表 #$作者撤销论文数量排行榜$前 01 名%

序号 名字 撤销论文数 序号 名字 撤销论文数

# XH0(?)>V>YA/?? #J2 #$ YG?EF(E@=ZEGG=>11 !#

! Ĥ>.(?=NH@F) 3% #' :?*>V :>0 !"

2 KE)EG8(E1 $" #J Ĥ(1 :>G0EE #'

% :?EFEG?V P)>*E@ 5' #3 I>)>GA O>)0AD>=> #'

5 UFG?>1 O>_?= %J !" U@?G?HOE@E1FÈ #'

$ ZA>[(H1Q %# !# 7HSEG)P@A)0VD #'

' P(?QE>V?a>)H 2$ !! W@G?.( ]?.()E1)(>@EG #$

J ZE1FG?V P.(b1 2$ !2 a(>@?F [>=>1 #$

3 ZDA1Q<91 OHH1 25 !% K>))?A=8(?G>1/EER? #5

#" >̂=E0ZA1)H1 2!-5 !5 O>G?H1 U-NG>.( #%

## c>HV?OHG? 2! !$ NEG1>GF?1HP>..H=>11? #%

#! \>H]?A !3 !' P?@R?>NA@dH1E<K>A0 #2

#2 e?FEH1 eH@F0)E?1 !$ !J PAGE0( 7>F(>VG?0(1>1 #2

#% P.H))7EASE1 !5 !3 cHG?DAV?\>V>? #2

#5 e?@0H1 a(>1Q !! 2" Ê0A0U1QE@]E=A0 #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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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!$各主要国家撤销论文数分析

在所有撤销论文公告"!#52 起#中$针对美国的

公告数量最多$达 '%3 起)中国排第 !$!%" 起"含台

湾 #J 起和香港 ' 起#$二者之比为 2L#!)日本第 2$

而英国-德国和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相当$分别列

第 % 4$ 位)韩国排在了第 ## 位$有 53 起)俄罗斯仅

J 起$排在 !" 位之后"表 !#$其他一些国家因公告

数较少且很少被列入比较对象而未予计数% 可见$

学术不端行为并非我国独有% 姚长青等*$+ 通过

./0 123%4/-%/的研究发现$撤销论文超过 !" 篇的

#5 个国家为美-中-日-印-德-韩-英-荷-意-加-澳-

伊-法-土-埃$与本文结果类似% 刘红等*2+ 对

3%4/-%/!45/%(数据库的分析结果显示$撤销论文数

量的前 5 名分别为!中-美-印-韩-英% 各家研究结

果略有不同%

表 !$各主要国家2地区撤销论文公告数

国家 数量 国家 数量 国家 数量 国家 数量

美国 '%3 澳大利亚 $% 芬兰 #% 墨西哥 '

中国"

!%" 韩国 53 南非 #% 挪威 $

日本 #!J 法国 5# 希腊 #! 智利 %

德国 #!' 巴西 %! 爱尔兰 #! 古巴 #

英国 #!% 新加坡 !' 巴基斯坦 ## 匈牙利 #

印度 #!# 瑞士 !' 泰国 ## 印度尼西亚 #

荷兰 #"" 瑞典 !$ 葡萄牙 3 新西兰 #

意大利 J# 以色列 #3 马来西亚 J

加拿大 'J 奥地利 #5 俄罗斯 J

&&

"

中国含香港 ' 篇-台湾 #J 篇%

刘红等*2+还分析了每万篇发文量的撤销论文

数$发现撤销比例中$印度最高"2L#5!#$中国次之

"!LJJ$#$美国最低""L%"%#% 依此思路$结合 67-8

等*'+的研究$笔者认为近 5 年撤销论文总数与近 5

年发文总数之比可以较好反映一个国家被撤销论

文所处的国际地位$也可反映一个期刊撤销论文的

情况$可定义之为撤销发文比"5/(57%(41-9):0;4%7(41-

57(41$ <=<#$ 发 文 数 以 万 篇 计% 本 文 以

</(57%(41-.7(%*网站创办以来的所有撤销公告数代

替撤销论文数进行分析$依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

析课题组*J+统计的近 #" 年论文数作为发文数$结

果$!""5.!"#5 年 3 月间发表论文数达 !" 万篇以

上的国家排名为美-中-德-英-日-法-加-意-西-印

等$韩国排第 #! 位$俄罗斯排第 #5 位$与表 ! 的数

据比较可见$撤销论文公告数与发表论文数具有较

好的相关性% 依其资料$发表论文数 f!" 万篇的国

家中$前 !" 位与表 ! 的前 !" 位大多数相同"表 2#$

经计算$共入表者 #$ 国撤销公告数与发文数

=/75'1-相关系数达 "L3$J$!M"L""#% 从撤销发文

比看$美国为 !L"3$排名第 2$排名第 # 和第 ! 的则

为荷兰和印度$分别为 2L"$ 和 !L'$)而中国<=<为

#L2#"含台湾地区#$在发文较多的国家中排名第 ##

位$略低于发文数较多国家的均数 #L$"% 可见$中

国科技论文的撤销数也并非那么可怕$甚至比美

国-印度-荷兰等国要好得多% 因此$我们不能因为

&一年三大撤'就妄自菲薄%

表 0$撤销论文数与发文数量比较

国别
撤销

公告数

发表论文数

"千篇#

"

撤销

发文比g

美国 '%3 25'J !-"3

中国 !%" #J!' #-2#

日本 #!J J"$ #-53

德国 #!' 325 #-2$

英国 #!% J%! #-%'

印度 #!# %23 !-'$

荷兰 #"" 2!' 2-"$

意大利 J# 5%3 #-%J

加拿大 'J 5'! #-2$

澳大利亚 $% %2# #-%J

韩国 53 %!2 #-23

法国 5# $$# "-''

巴西 %! 2!5 #-!3

瑞士 !' !2$ #-#%

瑞典 !$ !#' #-!"

俄罗斯 J %3" "-#$

合计 !"!5 #!$5J #-$"

&&

"

发文数量为文献*J+的数据$中国发文数含台湾数据$撤销公

告数与发文数据的KE>G0H1相关系数为 "-3$J$!M"-""#)

g撤销发文

比"7K7#为撤销公告数与万篇发文数之比

!"0$撤销论文原因分析

网站共列出 %5 种撤销论文原因$公告总数为

!"3! 起$为更好地保留原意$兹按原文列于表 %$但

其总计数大于 !"3!$原因可能有交叉重复计数$即 #

篇稿件的撤销论文可以归为表 % 的 ! 个或多个类

目% 从撤销论文的原因来看$前 5 位分别为图像造

假-抄袭剽窃-重复发表-数据造假和结果不可重复%

关于学术论文撤销的原因$前人有分 % h#! 种

者$田瑞强等*3+则总结了 3 种主要原因% 为方便分

析$笔者总结各撤销论文原因共 #$ 种"表 5#$可见$

数据问题"含造假-错误-误用等#最多)方法问题

"包括方法学错误-调查者错误-调查行为不端-试

剂错误等#-图像问题-结果不可靠或不可信-抄袭-

重复发表等皆很严重$达 2"" 起以上% 值得注意的

是$他人投诉占了较大比例$包括公司投诉-美国科

研诚信办公室""224%/12</'/75%* #-(/854(>$"<##调



!"#$年 %月&第 !'卷&第 %期

2%!&&

&中国科技期刊研究!!"#$!!'"%# *(()$$$+++,%&'(),%-

表 3$撤销论文具体原因与数量

原因 数量 原因 数量 原因 数量

UA)(HGHS/E.)?H1 23 Y>VEF F>)> !'2 cH)?.EHdGEFA.)>1)*AS@?.>)?H1 #

UA)(HGA1GE0*H10?RE 5 Y>VEF E=>?@ !% 6S/E.)?H10)H.G?)?.?0= $

UA)(HG0(?* ?00AE0 5 Y?QAGE=?0A0E #5 679?1RE0)?Q>)?H10 35

NGE>.( HdE)(?.>@*H@?.D !$ YHG@EQ>@GE>0H10 #3 K>00)(ESA.V %

8?)>)?H1 =>1?*A@>)?H1 J YHGQEF >A)(HG0(?* 2# K@>Q?>G?0= 2!J

8H=*>1D.H=*@>?1)0 2 9=>QE=>1?*A@>)?H1 2$% KAS@?0(EGEGGHG 5!

:>)>?00AE0 3' 91RE0)?Q>)HGEGGHG #2% KAS@?0(?1QS>10 #%

:?0=?00EF ! ]>.V HdS>@>1.E % 7EdEGE1.E*GHS@E=0 !#

:?0*A)EF F>)> 2' ]>.V Hd97N>**GHR>@ 5% 7EdA0>@)H*>DdEE #

:A*@?.>)?H1 2!# ]EQ>@)(GE>)0 #3 PE@d*EEG<GER?E, #J

;GGH1EHA0F>)> '$ OEQ><.HGGE.)?H10 2% PH.?E)DEGGHG #

;_*GE00?H1 Hd.H1.EG1 J" OE)(HFH@HQ?.>@*GHS@E=0 !5 W1(E@*dA@GE)G>.)?H1 1H)?.E0 #!%

Y>?@AGE)HF?0.@H0E869 !% O?0.H1FA.)?1RE0)?Q>)?H10 #3! W1GE@?>S@Ed?1F?1Q0 #"3

Y>?@AGE)H*>DdEE0 ! O?0A0EF F>)> %2 I?)(FG>,1 *>)?E1).H10E1) 2

Y>VEF .GEFE1)?>@ 2 cH)GE*GHFA.?S@E !2$ IGH1QGE>QE1)0 2#

&&包括=?0A0EHd*@>Q?>G?0=FE)E.)?H1 0Hd),>GE$#) *@>Q?>G?0=EA*(E=?0=0$ #2

查与批评家反对% 在中国$这类事件偶有发生$但

似乎较少成规模$也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系统的调

查机制与体系$这值得我国政府机构-科研团体和

行业协会以及专家学者的重视% 作者及署名问题

不少$包括署名权-假邮件-不负责任-作者内部矛

盾等% 后面是一些法律问题-伦理问题等$还发现

了自我评审的问题% 可以提醒作者的是$重大勘误

"?/879%155/%(41-#也可能导致撤销论文$可能理由

是勘误过大表明研究或探索还不够成熟吧%

表 4$撤销论文原因分类总结

原因 数量 原因 数量

数据问题 5!$ 法律问题 5!

方法问题 2J! 出版者 5!

图像问题 2'3 勘误太多 2%

结果不可靠或不可信 2%5 伦理问题 !3

抄袭 2!J 引用问题 !3

重复发表 2!# 自我评审 #J

他人投诉 #5J 费用问题 '

作者与署名 #"J 未知或其他 #2#

!"3$撤销论文期刊分析

网站对期刊类型的撤销论文公告共列出 !"5$

个$涉及期刊 #2"" 余种$公告数 fi5 的期刊有 J3

种$列为表 $$其中$部分杂志出现刊名本身及刊名

j&5/(57%(41-'字样$表 $ 将其合并$较受关注的期刊

被排为粗体% 可见$从期刊的学科门类看$生物医

学类的期刊较多$</(57%(41-.7(%* 网站的解释是两

位负责人皆为生物医学方面的编辑记者$因此$比

较关心且容易发现生物医学领域论文的撤销论文

情况$且生物医学领域发文也较多% 大于 2" 篇的期

刊共有 ## 种$最高者为 @AB"$# 篇#$其次为 =CD3

"5J 篇#$再次为 =E13"5% 篇#)而 "#$$$ %&'()#$

*+,#-+#的撤销论文公告数为 22-5#-5#$居于第 #"-

%-% 位$排在前列)医学期刊中较受注目的 AF@-

@DFD-.&-+#'-CG@F分别有 22-#"-3-5 篇$也属较

多的% 因此$不能认为影响力大的期刊把关严$撤

销论文少$相反$有可能是反过来$影响大的期刊导

致学者更愿意冒险造假投稿$因为获利更大$而又

因影响力大的期刊更受关注$论文发表后被发现问

题的可能性大$且期刊更注重自身社会影响$自我

净化机制好$从而更愿意及时消除影响而撤销论

文% 67-8等*'+从 #' 种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出发进行

研究$发现期刊撤销指数"近 #" 年发表论文与撤销

论文总数之比#与期刊影响因子具有强相关性$在

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论文的被撤销概率较高% 姚

长青等*$+对./0 123%4/-%/至 !"#2 年底的近 #" 年

数据进行分析$发现撤销论文总数超过 #" 篇的共有

#J 个期刊$ 四大名刊 " "#$$$ %&'()#$ *+,#-+#$

=CD3#皆在列% 本文统计撤销论文公告数超 #" 个

者达 2J 种期刊$可见$时过 ! 年$撤销情况就变得更

严重了%

2&讨 论

0"#$被撤销论文的负面影响巨大且久远

学术论文被撤销的原因很多% 田瑞强等*3+总

结前人有将原因分成 % h#! 种者$他自己则分成了

3 种% 笔者看到$</(57%(41-.7(%* 网站将撤销原因

分成了 %5 种% 但不论分成多少种$其主要原因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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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$各期刊撤销论文公告$ 674%的数量

刊名 数量 刊名 数量

"#$%&'()'$* $ +,(%- .-/*0)%# #"

"1+!2)34( 5 +,(%- 5%&$46%2( 5

"1+!370%4(8'-# ,*((54(!370 5 +,(%- 9-&4( J

"-*0)3*0%2 "-2(#*0%2 ' +.11'-4( #3

"-)%4:%;2-)0<*;4:=%#-2(%-# J +54(*&'(2$>%4( $

"??(52)3*12)%&08*)) $ +@*'$4&3*1 J

")3*$40&(*$40%0A3$41640%0B20&>%4( 5 +@*'$40&% !5

>%4&3*1>%(?30<*0,411 $ +@2)(,2-&*$.-0)%)')* 5

>%(&3%1%&2 C)>%4?370%&2 "&)2 ' !"#$%& 8

>(44; !% 82-;*0 5

'() 00 5D"-;*$04- $

>4$0)*( #5 5D.! #%

,2-&*$8*)) 5 54(*&'(2$,*(('(2$>%4( 5

,2-&*$<*0 #" 54(*&'(2$,*(( ##

*%++ 00 54(*&'(*0 5

,*((,7&(* ' @2)'$*5*; $

,*((D*2)3 D%EE*$*-)% 5 ,"&-.% 4#

,*((5*)26 ' ,/)( 4

,%$&'(2)%4- 3 @*'$4(4#7 %'

,%$&'(<*0 ' @*'$40&%*-&* #!

,(%12)*,32-#* #J 960)*)$F7-*&4( 2%

,(%- ,2-*$<*0 ## 9-&4#*-* 3

D%26*)*0 #! 9?3)32(14(4#7 3

D4/*?$*00 #" 9$)34?*;%&0 !#

C164+ $ !*;%2)$%&0 #"

C-;4&$%-4(4#7 !$ !32$12&4(4#7 #3

C-)414(4#7 3 !370<*/8*) '

C/4(')%4- $ !370%4(4#7 J

G2&*6+ #" !(2-)>%4( 2%

G$4-)%*$0 #' 0!12 43

G$4-)%*$0.- !*$0=&%.-; D%EE J !84= F*-*)%&0 5

H*2$) 5 !84= 9-* %$

H*?2)4(4#7 J 0,32 49

H%-;2I% !# !07&34(4#%&2(=&% #"

.11'-4(4#7 #' !'6?**$=*(*&)%4-0 !!

.-;%2- +D*$12)4( 5 <2;%4(4#7 J

.-E*&)%4- .11'-%)7 ' <*-*I26(*='0)2%-26(*C-*$#7<*/ 3

.-)(+,2-&*$ $ <3*'12)4(4#7 3

+!*$04-2(%)7=4&!07&34( J =&%C-# C)3%&0 5

+",, $ 2$4%#$% 4#

+",= #$ =&%<*? 5

)3(3 #1 =4&%4(4#7 !2

)'* 5# A3*=&%*-)%E%&J4$(; + 5

+,*((=&% J A$2-0?(2-)2)%4- #"

+,*(('(2$!370%4( J

负面的!撤销论文多因数据或图像造假-数据或方

法学错误而撤销$如不撤销$其对科技进步的负面

影响巨大$如这些错误用于人类健康$则涉及生命

安全的重大问题$如用于生产则涉及生产安全等重

大隐患% 这些论文发表后被发现问题而撤销的时

间有长有短% 据 B*/- 等*#"+报道$论文被撤销的平

均时长为 ! 年)据姚长青等*$+报道$论文撤销时滞

平均为 !L'$ 年$部分论文在发表后 #" 余年才撤销)

据张晴等*##+报道$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撤销时滞为

#L5 年% 更可悲的是$这些错误论文在撤销后$其影

响远未停止% 据B*/- 报道$论文在被撤销后$其平

均引用时长仍达 % 年$合计其负面影响平均达 $ 年(

从影响的严重程度来看$据姚长青等*$+报道$被撤

销论文篇均被引达 !!L52 次$最高者达 J2" 次$甚至

在被撤销后$其平均引用次数仍达 $L%# 次$最高者

达 52$ 次( 可见$被撤销论文不仅影响久远$其影响

力还非常巨大$其影响力甚至还远大于一般未被撤

销而被认为结果结论正确的论文$如将其集结成

刊$其平均影响因子直追3B#排名前 2" 的期刊(

0"!$被撤销论文影响较大的主客观原因分析

究其原因$被撤销论文可能在本质上由于著者

的主观故意$多数论文的数据或图片等存在造假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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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$其结论看起来会比较新颖-完美$或倾向于哗

众取宠-骇人听闻等$导致比较容易吸引眼球和被

同行引用% 在客观上$由于被撤销论文多数存在错

误$因此$也容易被同行发现错误而被负面引用$从

而也增加了其引用次数% 而在数据的链接与保存

上$很多被撤销的论文仅仅是在原发表期刊声明该

文被撤销$而其他链接却缺少相应的措施% 据张晴

等*##+报道$中文学术期刊被撤销论文约有 #$2 在

BCH#中无任何关联标识$仍原样存在于其全文数

据库中)据姜天华等*%+报道$在 =:0F/I 上查到 !3

篇国内医学期刊被撤销论文$在国内四大检索数据

库"BAF-BCH#-万方-维普#中皆约有 !" 篇左右论

文完整保留无任何撤销声明% 国外的情况稍好%

但是$全文收录期刊论文的专门网站都如此$更不

用说一般网站及相关链接了%

0"0$社会各界为防范学术不端所做的努力

错误论文一旦发表$其影响很难得到彻底消

除% 因此$必须重视未发表论文的防范与处理$即

必须提高对论文出版过程当中的学术不端行为的

重视% 为此$近日$中国科协等 ' 个部门*#!+联合发

布了一个发表论文的&五不准'通知!不准由&第三

方'代写论文$不准由&第三方'代投论文$不准由

&第三方'对论文的内容进行修改$不准提供虚假同

行审稿人的信息$不准违反论文署名规范% 期刊编

辑也发文呼吁$如马勇进*#2+从理论上阐明$抵制学

术不端行为是期刊编辑的神圣职责)余毅等*#%+和于

智龙等*#5+从防范学术不端的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

研究)王雪莹*#$+对期刊编辑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操

作细节提出了具体的意见$认为重复文字的检测应

分 2 个阶段进行% 笔者等*#'+早在 !""3 年就针对

BCH#的科研诚信工具DFEB进行了研究$发现其在

帮助期刊编辑防范重复发表和抄袭方面可发挥巨大

作用$然而也存在机械化的特点% 后来$笔者提出$科

技期刊编辑必须并且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$提高防范

造假学术论文的意识与能力*#J+

$也从来稿的基本信

息方面入手发现了一些学术不端的线索*#3+

% 这说

明$政府-学术团体-期刊编辑等皆可以并且已经从自

身的角色与功能出发$想方设法地从政策上-制度上-

体系上-操作上来防范学术不端论文的发表$而共同

维护学术共同体的纯洁性% 然而$这还只是个良好的

开端$相关的研究与工作必须不断地加强与推进$循

序渐进$从个案到系统$从各自为政到各方联动$这样

才能高效全面地防患于未然%

0"3$必须将惩治内容加入相关制度体系

然而$除防范外$惩治也是制度体系中的重要

一环$不论是在论文发表前就已发现的学术不端行

为$还是发表后才发现的行为$除退稿和撤销外$必

须加大惩治力度% 韩启德院士说*!+

$出现学术不端

行为就要承担严重后果$付出沉重代价% &面对各

种学术不端行为$我们要坚决反对$政府部门和学

术界-科技界以及社会各方共同努力$发现一起$查

办一起$对学术不端行为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

效应% 加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管理-查处与惩戒$

建立学术不端行为不敢-不能-不想的制度体系$捍

卫学术尊严$维护良好学风'% 据赵金燕*!"+报道$我

国针对被撤销论文的作者一般是在数年内该刊不

再接收该作者的投稿$但不能防止该作者投稿他

刊$也不能对该作者的升职-申请基金等任何切身

利益造成掣肘$相反$英国有因被撤销论文而被国

家医学委员会吊销了行医执照-导师也受相应处罚

的事例)美国也有因撤销论文坐实后严格后续惩

戒!限制数年内不能发表论文-不能接受任何资助-

被协会时刻监管-受到国际制裁-变换工作-调换至

不重要岗位等% 在这方面$我国还有很大的进步

空间%

0"4$形势正变得越来越严峻

随着我国学者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量的增多$

我国学者的被撤销论文数量增长极快% !"#5 年$

&一年三大撤'就是其集中表现*#+

% 据张晴等*##+对

=:0F/I数据库的研究$我国医学期刊 !""'-!""J 年

在库中各找到 ! 篇撤销论文记录$其后逐年上升$而

到了 !"#! 年则飙升至 2# 篇% 国外也有类似情况%

据刘红等*2+引自 %&'()#的报道$J4?/'报的一项调

查表明$自 #33" 年起至 !""J 年$发文数量翻了 #

倍$但撤销论文数量却升了 #" 倍% 可见$无论国内

国外$被撤销论文数量都处于迅猛上升阶段% 姑且

不论其原因为何$形势都已经迫使我们必须高度重

视和采取措施了%

%&小 结

被撤销论文数与发文数紧密相关$我国的被销

论文数量世界排名第 !$但论文撤销比在发文大国

中位居第 ##$还处在正常范围$因此$也不必妄自菲

薄% 撤销论文的原因众多$数据造假或错误-图像

造假-方法学错误-结果不可信或不可重复-抄袭-

重复发表等占了较大比例% 被撤销论文对科学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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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体的负面影响巨大且久远% 政府-期刊界与科学

共同体应联合起来$尽快构建好集防范与惩处为一

体的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与体系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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